
  

中國文字學程 
選  修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文字學研究          2 
甲骨文研究          2 
金文研究            2 
簡帛文字研究        2 

書法研究學程 
選  修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中國書法鑑賞研究   2 
書法教育研究       2 
碑帖研究           2 
文物鑑賞           2 
書法美學           2 
篆隸研究與創作     2 
楷書研究與創作     2 
行草研究與創作     2  
篆刻研究與創作     2 
書畫題跋研究與創作 2 
域外書法研究與參訪 2 

書法史論學程 
選  修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中國書法史研究    2
近代書法史研究    2
臺灣書法研究      2
日本書法史        2
書法文獻研究      2
書法理論研究      2
專家書法研究      2
篆刻史研究        2
篆刻理論研究      2
專家篆刻研究      2

必  修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專題討論(一)           1 
專題討論(二)           1 
國學研究法(一)         2 
國學研究法(二)         2 
(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

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課程) 

必  修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論文(一)               0 
論文(二)               0 
 

選  修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書法藝術創意產業研究  2 
書法創作及展覽規劃    2 

思想學術學程 
選  修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經學研究            2 
經學史研究          2 
先秦諸子研究        2 
魏晉玄學研究        2 
宋明理學研究        2 
中國學術流變史      2 
清代學術研究        2 
當代學術研究        2 
國際漢學研究        2 
詩聯創作研究   2 
周易研究    2 
春秋三傳研究   2 
老子研究    2 
莊子研究    2 
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 2 
兩漢哲學    2 
佛學研究    2 
易經風水學（一）    2 
易經風水學（二）    2 
卦象研究（一）      2 
卦象研究（二）      2 
易經理論與實務（一）2 
易經理論與實務（二）2 
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 2 
國學論文研究   2 

明道大學 
國學研究所碩士班課程架構圖 

99 學年度入學適用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
6學分 

26學分 

書法藝術組 

專業課程 

畢業學分數：32 學分

基礎課程 整合課程 

0~4學分 

(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系碩士班所

開設「思想學術學程」之課程) 



 

  

國學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規劃 
99 學年度入學適用 

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
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：6 
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：26 

備註 

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修改。101.06.26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備查。99.07.22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99.05.19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14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01 

基礎課程 

學程 科目 
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

開課 
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

0521007 專題討論（一） Seminar, I 必修 1 一上 a.b.c.d.e 
0522007 專題討論（二） Seminar, II 必修 1 一下 a.b.c.d.e 

0521032 國學研究法（一） 
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

Studies I 
必修 2 一上 a.c.d 

0522024 國學研究法（二） 
Research Methods for Chinese 

Studies  II 
必修 2 一下 a.c.d 

 

 

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

系碩士班所開設之基礎

課程 

     

必修 6 學分 

專業課程（至少26學分）  

0521035 中國書法史研究 Seminar: History of 
Chinese 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a.b.c 

0521029 近代書法史研究 Seminar: History of 
Modern Calligraphy 

選修   2 不分 a.b.c 

0522018 臺灣書法研究 Seminar: Taiwanese 
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a.b.c 

書
法
史
論 

0522019 日本書法史 Seminar: History of 
Japanese 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a.b.c.e 

專業課程（至少 26 學分） 



 

  

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
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：6 
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：26 

備註 

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修改。101.06.26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備查。99.07.22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99.05.19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14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01 

基礎課程 

學程 科目 
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

開課 
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

0522021 書法文獻研究 Seminar: Calligraphic 
Literature 

選修 2 不分 a.b 

0521021 書法理論研究 Seminar: Theory of 
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a.b 

0521031 專家書法研究 Seminar: Specialists in 
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a.b 

0522020 篆刻史研究 Seminar: History of Seal 
Carving 

選修 2 不分 a.b.e 

 篆刻理論研究 Seminar: Theory of Seal 
Carving 

選修 2 不分 a.e 

0522025 專家篆刻研究 Seminar: Specialists in Seal 
Carvings 

選修 2 不分 a.e 

0521026 中國書法鑑賞研究 Seminar: Appreciation of 
Chinese Calligraphy 

 選修 2 不分 b.c.e 

0521033 書法教育研究 Seminar: Education of 
Calligraphy 

選修 2 不分 b.c.e 

0521024 碑帖研究 Seminar: Stone Inscription 選修 2 不分 b.e 

0521018 文物鑑賞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
and Materials 

選修 2 不分 b.e 

0521005 書法美學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.b.c.d 

0522032 篆隸研究與創作 
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: 

Seal Script and Clerical Script 
選修 2 不分 a.b.c.e 

書
法
研
究 

 楷書研究與創作  選修 2 不分 a.d.e 

專業課程（至少 26 學分） 



 

  

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
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：6 
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：26 

備註 

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修改。101.06.26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備查。99.07.22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99.05.19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14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01 

基礎課程 

學程 科目 
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

開課 
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

0522029 行草研究與創作 
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: 

Cursive Script 
 選修 2 不分 a.d.e 

0522037 篆刻研究與創作 
Calligraphic Study and Practice: 
Seal Carving 

 選修 2 不分 a.d.e 

 書畫題跋研究與創作   選修 2 不分 a.d.e 
0522030 域外書法研究與參訪 Overseas Visiting and Research: 

Chinese Calligraphy 選修 2 不分 a.b.c.d.e 

0521043 經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0521042 經學史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 先秦諸子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
 魏晉玄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 宋明理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0521036 中國學術流變史 Historical Transitions of 

Chinese Scholarship 
選修 2 不分 a.b.c.d 

 清代學術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.d 
 當代學術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.d 
 國際漢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 
 詩聯創作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e 

思
想
學
術 

 周易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.e 

專業課程（至少 26 學分） 



 

  

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
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：6 
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：26 

備註 

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修改。101.06.26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備查。99.07.22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99.05.19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14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01 

基礎課程 

學程 科目 
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

開課 
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

 春秋三傳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 
 老子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.e 
 莊子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 先秦法家思想研究  選修 2 不分 b.c 
 兩漢哲學  選修 2 不分 b.c 
 佛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e 
0521046 易經風水學（一）   選修 2 不分 ab 
0522034 易經風水學（二）  選修 2 不分 ab 
0521045 卦象研究（一）  選修 2 不分 ab 
0522033 卦象研究（二）  選修 2 不分 ab 
0521047 易經理論與實務（一）  選修 2 不分 a 
0522035 易經理論與實務（二）  選修 2 不分 a 
 數位資訊與學術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d 
 國學論文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bc 
0521038 文字學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 
0522026 甲骨文研究 Seminar: Oracle Bone Script 選修 2 不分 a.b.c 

中
國
文
字 0521025 金文研究 Bronze Inscriptions 選修 2 不分 a.b.c 

專業課程（至少 26 學分） 



 

  

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
基礎課程必修學分數：6 
專業課程至少選修學分數：26 

備註 

本課程經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修改。101.06.26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備查。99.07.22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99.05.19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14 
本課程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99.04.01 

基礎課程 

學程 科目 
代碼 科目 英文名稱 類別 學分

開課 
學期 核心能力代號 說明 

0521039 簡帛文字研究  選修 2 不分 a.b.c 
 (亦可選修本校中國文學

系碩士班所開設「思想

學術學程」之課程) 

     

整合課程 

0521023 論文（一） Thesis, I 必修 0 二上 b.c 
0522016 論文（二） Thesis, II 必修 0 二下 b.c 
0522017

書法創作及展覽規劃 
Chinese Calligraphy Practice and 
Projects of Calligraphy 
Exhibitions 

選修 2 二下 b.c.d.e 

 

0521037 書法藝術創意產業研究  選修
 

2 不分 b.c.d.e 

至少0~4學分 
 

核心能力：a. 理解傳統經典文獻的能力。b. 融通人文藝術理論之能力。c. 分析國學書藝文本之能力。d. 欣賞深究書藝作品之能力。e. 書藝

創作美化生活之能力。 

小計 最低畢業學分數：32 學分。必修學分數 6 學分，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26 學分。 

 


